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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咨询】近日，网民“晓晓”咨询，
吃火锅是冬天的不二选择，但每次吃完
火锅，衣服上沾染的火锅味让人很头
疼。冬天的衣物不便每天都洗，但火锅
味却常常几天都难以散去，想知道该如
何有效去除衣服上的火锅味？

【记者打听】近日，温泉某服装店工
作人员分享了去除衣服上火锅味的几个
方法。

火锅味其实是各种油脂挥发出来的
小分子吸附在衣服上面形成的。这种小
分子难溶于水，不过在柠檬汁的柠檬酸
中很容易溶解，只要它们溶解了，水分挥
发时就会把它们带走，也就不会再有味
道散发出来了。

另外，对于那些比较顽固的吸附分
子，柠檬水本身的清香会掩盖它们的味

道，因此用柠檬水喷洒带有火锅味的衣
服，效果最明显。

家里有挂烫机的直接用挂烫机就
可以去除衣服上的火锅味，没有的用蒸
脸仪也一样。如果都没有也不要担心，
洗澡的时候不妨把带有火锅味的衣服
挂在充满水蒸气的浴室内，一个小时左
右取出并挂至通风的地方吹吹，混着沐
浴液清香的水汽很容易就把火锅味带
走。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有火锅味的
衣服挂在衣架上，将吹风机的风筒贴近
衣服，然后用热风吹。吹的时候不停地
摆动吹风机，这样连续十多分钟，衣服
上的火锅味就消失得差不多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整
理）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一一”咨询，
想要买榴莲，但不知道该如何挑选？

【记者打听】4日，咸安一水果超市
工作人员王女士分享了挑选榴莲的几点
小技巧。

看大小。想要挑选到美味的榴莲，
首先应该看榴莲的大小，最好是选择个
头比较大的，因为吸收的阳光比较多，核
也比较小，吃起来口感相对要好很多。

看颜色。土黄色最好，金黄色次之，
榴莲是这两个颜色说明已经非常成熟
了。颜色为绿色的，说明榴莲还没熟。

也不能选择发黑的，这样的榴莲太熟了。
看形状。一般来说最好是挑选长形

的，而且尾部的形状最好是长尖形，这样
的榴莲肉非常饱满，皮也比较薄。

看开裂的地方。如果榴莲熟了的
话，就会出现开裂的情况。在选择的时
候需要注意，裂口不能太大，开裂太大很
有可能果肉已经变质。

听声音。直接把榴莲拿起来晃动几
下，要是听到里面稍微有点声音，意味着
榴莲已经成熟了，可以放心购买。

闻气味。如果榴莲的气味比较浓
烈，那么就意味着榴莲的味道不会太
差。当然要是闻到一股酒精的味道，最
好不要购买，很有可能这个榴莲已经变
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如何去除衣服上火锅味如何挑选榴莲

闹市一山体存安全隐患
部门：将加强日常巡查

本报讯 记者马丽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网
络问政平台反映，咸安区南山三角洲附近一座山体
可能会滑坡，存在安全隐患。

该网民称，这座山体在福临天下和国贸中间，每
次下大雨时，就担心山体滑坡，因为几年前那里就山
体滑坡过一次。

对此，咸安区永安办事处经核实发现，网民所反
映的地方是位于南山社区华容山下的区工业行业协
会办公楼处。2011年，旁边的福临天下小区开发
时，开发商多次与工业行业协会及居民协商，由于协
商未果导致只拆除工业行业协会1栋宿舍楼，2栋居
民自建房未拆迁。2015年7月份受暴雨天气影响，
华容巷20号突发山体滑坡。

险情发生后，由区土管局对其进行了恢复、加
固，修复后至今未发生垮塌现象。南山社区已对三
角洲和区工业行业协会所在片区进行了摸底，并在
2017年、2018年多次申请棚改项目，但由于拆迁区
域面积小等原因一直未予以立项批复。2019年由
于国家棚改政策转变，棚户区改造资金紧缩而未被
纳入棚改计划。

永安办事处已将该片区列为重点地质灾害点，
督促南大街社区加强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确保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市图书馆借书受限
部门：办证程序正在完善

本报讯 记者焦姣报道：近日，有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市图书馆借书受限。

11月26日，该网民去市文体中心图书馆借书，
选择支付宝扫码借书，却办理不成功，显示“4223，
4212”开头身份证号码受限制，去办理借书证说不
支持外地身份证。该网民表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
是通山的，大学时户口迁往外地，芝麻信用也是优
秀的，不知道为何不能借书。

对此，市文旅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市图书馆
芝麻信用办证的认证方式是以户籍所在地名称作
为认证方式，虽然其身份证号属于咸宁户籍常用的
身份证号，但其本人户籍所在地不能识别为咸宁市
常住人口。因此不能通过芝麻信用办理。

该工作人员称，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图书馆在构架信用办证体系过程中，对该网民出现
的户籍转移流动情况认知不足。本地户籍身份证
未来将与香城泉都信用分密切挂钩，所以在芝麻信
用办证借阅上有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区分。

目前，该局正在研究相应的处置方案。由于市
图书馆正在试运行过程中，相应的办证程序还在进
一步完善，望读者们能谅解。

购买六年的团购房未交房
部门：正积极跟进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
宁网络问政平台发帖反映，六年前，他购买了咸安
区财产部门职工团购房，房款已缴，但房子一直未
能到手。

对此，咸安区基层财政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为解决财政所干部职工住房困难问题，经咸安区财
政局党委研究决定，区基层财政所职工建房采取职
工团购商品房市场化方式解决。由各财政所主任
及职工代表组成团购房小组，负责与开发商协商团
购商品住房，财政局党委参与协调工作。

2013年5月21日，团购房小组同开发商签订了
商品房（团体）定购意向书和补充协议，之后开发商
也陆续同购房职工签订了商品房认购协议。共团
购商品房167套，价格为电梯房均价1670元/㎡,多
层房均价1510元/㎡(按电梯房递减160元/㎡)。不
包括基础超深及小区配套附属设施。2018年12月
18日，经过开发商和团购房小组协商，最终确定团
购房价格：电梯房均价 2080 元/㎡，多层房均价
1920元/㎡。

截止目前，团购房已竣工，相关手续已陆续办
理完毕，因消防尚未验收，导致商品房备案证无法
办理，现在正在积极整改办理。

1 自助体检的健康小屋

11月27日，记者来到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进门左侧可看到一间健康小屋。

走进去，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这是自助式健
康监测站，通过健康自测一体机，可免费进行身
高、体重、血压等多项检查。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记者体验了一把。
由于是第一次来检查，需要用身份证刷卡登陆，
随后进行指纹、人脸登记。“下次再来检查时，可
以直接刷指纹或脸登陆。”该工作人员说。

记者看到，一体机页面显示有身高、体重、
脂肪、腰臀比、体温、血氧、血压、心电、血糖、尿
酸、总胆固醇、九型体质、呼吸训练、心理疏导、
心理测试等选项。

人站上去，几乎是一测完身高体重，数据
立即显示。除身高体重外，还有BMI值，下面
还有小字对BMI进行解释。其它的检查也是
一检测完，数据马上出来，对于专业名词也进
行了解释，方便了解。

检查结束，点击“报告”查看，可看到全部检
查结果，并有相应的饮食建议、运动建议、养生
建议。报告可打印出来，也可以关注公众号“健
康咸宁”，打开健康小屋查看。

此外，健康小屋内还放有健康宣传资料，贴
有健康宣传话语。

据了解，城区共设置了20 个健康小屋，分
别在温泉办事处、十六潭社区、希望桥社区、泉
塘社区、学府社区、花坛社区、南昌路社区、万
年路社区、金叶社区、湖北科技学院、鄂南高
中、南玻集团、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浮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市行政服务中心、市公安局、
市医保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政府办。

3 为市民提供健康参考

温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曾
瑜灿介绍，健康小屋相当于一个简易门
诊。它方便了周边居民，让居民对自身
健康状况大致了解，心中有数。

“健康小屋还减轻了医生的工作
量。”曾瑜灿表示，每天来就诊的患者很
多，其中对于35岁及以上首诊患者建议
量血压，但如果患者先到健康小屋测量
了血压，其数据可以供医生参考，节约了
诊治时间。健康小屋相当于初检，数据
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进一步检查还需
要到医院。

“不用排队挂号，检查结果马上出
来。有些病早知道、早预防。”温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健康小屋指导员在开放后
的第一天就体验了一番。他说，检测报

告上的饮食、运动等建议很有意义。
记者了解到，目前知道健康小屋的

市民不多，但体验过的市民对健康小屋
赞不绝口。12月1日，记者采访了一些
居民。

“方便、快捷，一测量数据马上出来，
可以做日常监测使用。”一家便利店的老
板刘女士两周前进行了测量，显示血压
有点高，又连续测量了两天的血压。

“几年没测量血压，如果不是这次
测，还不知道自己血压高，打算通过锻炼
来控制一下。”刘女士说。

市民朱晓韭带着女儿去测量体温，
“蛮方便的，自己在家测要几分钟出结
果，这里很快。昨天就过来了一次，今天
看到体温降下来，一下放心了。”

“这是什么？”“免费吗？”当得知是免
费测量身高、体重等指标后，邹女士带着
女儿体验了一番。“健康小屋真是造福市
民的民生项目。”

近段时间，很多市民都注意
到，城区一些社区、医疗机构、单位
的健康小屋开放了。

健康小屋是什么？对老百姓
来说，有什么作用？近日，记者进
行了采访。

2 年底前全部投入运营

健康小屋是市政府2019年的重点
民生项目，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导，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管中心负责
人廖晓兰介绍，健康小屋为市民、职工提
供健康自助检测服务，促使他们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小屋免费体检，给市民、职工提
供了方便，让他们在家门口、单位里就能

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廖晓兰说，健康小屋采集的健康信

息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平台实现数
据对接。市疾控中心可以通过后台了解
市民健康状况，经过大量数据分析后，针
对性地进行管理，比如组织健康讲座、健
康干预活动，指导居民养成健康科学的
生活方式。

所有健康小屋建设点统一内容、统

一标识、统一服务流程、统一后期运营。
每个健康小屋配一名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员，由建设点推荐，市疾控中心将对其进
行仪器设备使用、健康知识等培训。目
前大部分建设点已开放，年底前各建设
点将正式运营。

下一步，市疾控中心将加强宣传，制
定考核机制，真正让健康小屋发挥作用。

新闻追问
问民生

银桂路小学何时开建
部门：项目已启动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咸宁市银桂路小学何时
开建？

近日，咸安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回复称，根
据市人民政府印发《咸宁市城区义务教育一体化改
革总体方案（2017-2020年）》，咸安区计划于银桂
路宜园小区附近新建银桂路小学。

今年9月9日，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组织相关
职能部门进行城区义务教育学校选址方案调研后，
决定将原规划的咸安区实验学校御景园校区与银
桂路小学合并建设成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新学校
暂命名为“咸宁市银桂学校”，位于长安大道与银桂
路之间、区工商局后面（御景园小区附近地块），办
学规模2600人（小学1600人，初中1000人），方便
长安大道大畈村片区及银桂路宜园小区片区等处
孩子就近入学。

目前，银桂学校项目已启动，学校建设方案已
审定通过，平面规划布局图已完成，开始对接设计
单位进行效果图、施工图设计，地勘施工已开始进
行。计划2020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

近日，嘉鱼一网民在咸宁网络问政平
台反映，嘉鱼电动四轮车泛滥，需要加强管
理。

该网民称，该县电动四轮车的使用者
大多为55岁以上的人，交通安全知识淡
薄，没有相关执照。他们购买的电动车明
确规定用途是观光车，而按规定，观光车使
用应在封闭的内部道路中，上路会有很大
安全隐患。

对此，嘉鱼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回复，
自2017年开始，他们对电动车的管理进行
了研判分析，先后向县政府提交了“关于加
强电动车可行性方案”等相关建议性管理
措施，方案提出：一是加强市场监管力度，

建立规范的销售市场，依法按照国家标准，
对在售的电动车实行准入制。采取听证程
序，制定产品，制定集中销售市场。实行严
格登记准入、发牌、核定驾驶人以及带牌销
售等。异地购入的超标车辆一律不允许上
牌，不允许上路行驶。保护规范车辆在嘉
鱼的生存能力和售后服能力等。

二是取缔不合乎要求标准的电动车、
三轮车、四轮车的销售环节。对群众已购
买的车辆，可采取临时上牌管理，并限制使
用年限。按照报废期可进行补贴，并提前
报废，或上缴旧车可实行优惠补贴政策。
加大力度制定3-5年电动车管理进程。目
的在于让群众自觉更换规范标准电动车。

三是划定非标准电动车行驶区域，压
缩非标电动车生存空间。在城区较宽的路
段施划电动车、非机动车专用道路，做到分
道行驶。

四是对驾驶人员的年龄进行限制。组
织社区、单位对非标电动车进行登记。

五是严查非法改装、加装电动容量、电
动功率，以及规范后无登记车辆上路行驶
行为。

六是对标准电动车上路行驶的一律强
制购买保险。

由于电动车管理是一项综合治理工
作，在县政府未出台电动车管理规范性要
求前，该大队会对全县电动车销售市场进

行整治，取缔一些超标电动车销售商。
在今后的工作中，该大队一是强化电

动车路面管控，对老年人驾驶电动车违法
进行劝导，对闯红灯等严重违法行为按照
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二是深入社区、单位，
开展电动车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三是
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力争早日出台电
动车管理规定。

电动四轮车如何管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问交通

健康小屋如何造福居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